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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张漫）

近日，广

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广东省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该实施办法明

确了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待遇政策，

以及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用于支付参

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费用

的六大就医情况。 该实施办法自 2021

年 12 月 31 日起施行，有效期 3 年。

不新增单位和个人的缴费

实施办法明确，通过改革职工医保

个人账户增加的职工医保统筹基金，主

要用于提高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待

遇。

广东省医保局表示，本次门诊共济

保障改革是通过调整统筹基金和个人

账户结构开展的，是制度内的“腾笼换

鸟”，不新增单位和个人的缴费，在现有

条件下盘活了沉积的个人账户资金，提

高参保人门诊统筹待遇，实施了制度转

轨，提升了制度效能。

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不设起付标准

在职工医保普通门诊统筹待遇方

面，实施办法明确了起付标准、支付比

例和最高支付限额三方面的待遇政策。

待遇政策具体包括，广东省职工医

保普通门诊统筹不设起付标准；在职职

工在一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支付比

例不低于 60%，二级医疗卫生机构不低

于 55%， 三级医疗卫生机构不低于

50%，退休人员支付比例适当提高；年度

最高支付限额不低于各市上上年度城

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 2%。

个人账户可与家人共用

实施办法指出，在职职工个人账户

由个人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计入，月

计入标准为本人参保缴费月基数的

2%，用人单位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全

部划入统筹基金。 退休人员个人账户由

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按定额划入，月划入

额度为 2021 年各地市基本养老金月平

均金额的 2.8%。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统账

结合职工医保的，个人账户计入标准参

照执行。 单建统筹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具

体办法另行制定。

实施办法明确，个人账户可用于支

付参保人员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的六大就医费用。

个人账户可用于支付参保人员本

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疗机

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

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 医疗器械、

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费用；配

偶、父母、子女参加居民医保等的个人

缴费；参保人员本人退休时未达到职工

医保最低缴费年限的缴费费用；在定点

医疗机构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符合规

定的中医“治未病”费用；其他符合国

家、省规定的费用。

同时实施办法强调，个人账户不得

用于公共卫生费用、体育健身或养生保

健消费等不属于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

围的支出。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邹甜）

北京冬

奥会下周即将拉开帷幕，记者日前在广

东广播电视台举行的南国花城迎冬奥·

首届湾区冰雪文化节体育产业故事分

享会上获悉，广州联合培养的女子冰球

项目选手朱瑞、刘智新将有望参赛。 广

州运动员首次亮相冬奥会赛场，将是广

州竞技体育历史性突破，广州体育局也

实现了备战第十六届省运会

（

2019

至

2022

年周期）

、 力争广州运动员参加北

京冬奥会的任务目标。

目前，广州在广东省注册的冰球、花样

滑冰运动员有314人。 近年来， 广州市

体育部门把冰雪运动创新发展与统筹

谋划广州“体育十四五规划” 结合起

来， 与推进世界体育名城建设结合起

来， 吸收先进技术方法， 提升广州市

冰雪运动竞技水平， 力争广州运动员

参加冬奥会拿到好成绩； 举办冰雪项

目比赛， 培育壮大冰雪产业。 同时，

支持社会力量组织开展系列冰雪赛事

运动， 番禺执信中学举办了“爱冰雪，

迎冬奥” 全国中小学生冰雪主题活动，

花都区将滑雪运动作为“第二课堂”，

较好地宣传营造了冰雪运动氛围。

广州还致力探索在大型体育场馆

搭建真冰场、 仿冰场、 仿雪场设施，

利用 VR、 AR 和旱雪、 液态仿真冰等

新技术、 新材料、 新工艺， 进一步扩

大冰雪场地设施供给， 把冰雪运动送

到群众身边。 番禺执信学校投入 400

万元于 2021 年 1 月建成广东省校内首

个真冰运动场馆， 建立冰球队、 花样

滑冰队， 并将冰球、 花样滑冰纳入校

本课程。

冰雪赛事也是推动冰雪运动发展

的一大举措， 即发挥大型赛事的杠杆

作用， 积极在广州地区布局冰球、 冰

壶、 花样滑冰、 越野滑雪“滑向 2022”

系列赛。 2021年，发挥市区联动功能，组

织了粤港澳滑雪精英挑战赛以及广州

市轮滑冰球俱乐部联赛、轮滑冰球春季

联赛、中小学生轮滑冰球锦标赛、俱乐

部轮滑冰球秋季联赛、冰球锦标赛等活

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卫静雯 通

讯员 海防邪宣）

送春联、 玩摊位

游戏、走访慰问……近日，海珠区

赤岗街毛纺社区联合赤岗街综治

办、环监所、社工站、纵横广场物业

在红房子党建毛纺社区基地、纵横

广场开展“辞旧迎新贺新春”游园

活动，大力宣传禁毒、防邪、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等知识，倡导居民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营造

了文明和谐的宣传氛围。

活动中，毛纺社区邀请了辖区

党员书法爱好者欧荣东在红房子

党建毛纺社区基地为居民书写春

联、福字。 书法爱好者在活动现场

为居民朋友挥毫泼墨，用一幅幅满

载祝福的春联，把浓浓的年味儿和

新春的祝福送给社区居民。活动邀

请在职党员、学生、家长担任志愿

者，在纵横广场为居民提供摊位游

戏，通过这些小游戏，提高居民对

毒品和邪教的识别能力和意识。

此外，毛纺社区还开展困难家

庭走访慰问行动，向慰问对象送上

慰问品和春联，了解困难居民的生

活日常以及身体健康等情况，叮嘱

慰问居民要多注意身体健康，要勤

通风，勤洗手，减少出行，外出时戴

好口罩，做好疫情防控。据悉，本次

宣传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 300 余

份，宣传人数达 300 余人。

广东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实施办法发布

6种费用 医保卡可为家人埋单

可为自己和家人埋单费用

1.个人账户可用于支付参保人员

本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在定点医

疗机构就医发生的由个人负担的医

疗费用；

2. 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药品、医

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由个人负担

的费用；

3.配偶、父母、子女参加居民医保

等的个人缴费；

4.参保人员本人退休时未达到职

工医保最低缴费年限的缴费费用；

5.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由个人

负担的符合规定的中医“治未病”费

用；

6.其他符合国家、省规定的费用。

广州运动员将首次亮相冬奥会赛场

女子冰球项目选手朱瑞、刘智新将有望参赛

赤岗街开展禁毒防邪

宣传进社区活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

祥）

近日， 农行广州海珠支行

先后走进石溪村、沥滘村举办

回馈客户挥春活动，为村民送

上新春祝福。

挥春纳吉辞旧岁，虎力全

开迎新春。 虎年将至，农行广

州海珠支行以“虎步奔腾 海珠

送福”为主题，由书法家即席

挥毫，书写春联和福牌。 村民

们闻讯前来， 品评春联寓意，

领取心头好，心满意足。 墨香

与欢笑增添了浓浓的年味，向

村民传递了新春的问候和祝

福，气氛快乐祥和，拉近了该

行与村民之间的距离。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卫静雯 通

讯员 海防邪宣）

为迎接即将来临

的虎年，近日，海珠区凤阳派出所、

凤阳街综治办、 综合保障中心、凤

阳街平安促进会、心明爱海珠区禁

毒社工项目“启帆之家”等相关部

门联合中国工商银行逸景支行举

办“‘工’ 迎新春 福送万家” 活

动， 邀请多名书法老师现场挥毫，

为居民朋友们书写春联和“福”

字， 同时向群众宣传反邪、 禁毒、

反诈等知识宣传活动。

活动中， 主办方向市民派发

《抵制邪教、 构建和谐、 从我做

起》 《爱科学、 反邪教、 共建平

安家园》 《自觉抵制邪教、 共建

和谐家园》 宣传单张 100 多份。

现场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普及反邪教知识， 提高居民人员

识邪、 辨邪、 抵邪能力， 使居民

能够认识邪教， 了解邪教的本质

及严重危害性， 做到主动远离邪

教， 为营造和谐美好的凤阳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本次活动共吸引 300 多名街

坊参加， 有街坊表示， 活动中感

受到了浓浓的年味。 更有来穗人

员表示， 活动让计划留在广州过

年的自己提前感受到了春节气氛。

凤阳街开展

反邪教宣传活动

农行广州海珠支行走进乡村送“福”

收到 “福 ”

字的市民乐开

了花。

信息时报记者

梁海祥 摄


